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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数据

互联网投资额下降 55.5%

本报讯 投中集团 1月 14日发表报告指出，2012 年第四
季度，中国互联网投资活跃度继续下滑，而从全年投资数据来
看，2012年中国 VC/PE市场“寒冬”也在互联网行业得到充分
体现。根据投中集团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共披露
案例 133起，投资总额 39.50亿美元，相比 2011年分别下降
57.1%和 55.5%。

投中集团高级分析师冯坡表示，一方面经过融资高峰后，
市场容量已趋于饱和，融资活跃度的下降应属正常现象；另一
方面，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受阻，互联网行业投资退出机会大大
减少，进而导致投资者更加谨慎。此外，诸多电商企业迟迟无
法实现赢利，反映出中国互联网公司自身商业模式可能存在
缺陷，这也对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贺春禄）

去年第 4季度 PC出货量下滑 6.4%

本报讯 国际数据公司（IDC）1月 14日发布了《全球 PC
市场季度跟踪报告》。根据该报告，2012年第四季度全球 PC
总出货量为 8980万台，与 2011年同期相比下滑了 6.4%，超过
了预期的 4.4%。
报告指出，尽管Windows 8的面市标志着 PC产业新阶段

的开始，但其影响并未迅速改变近期 PC需求的疲软现状，在经
济持续低迷和其他设备竞争的背景下，PC市场仍无起色。

IDC负责全球 PC 市场季度跟踪报告的高级分析师 Jay
Chou表示，尽管三季度各 PC厂商重点集中在清理Windows 7
的库存，但初步研究表明，清理库存对于第四季度Windows 8
系统的大举上市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不过 Jay Chou也指出，随
着Windows 8系统的成熟以及超级本价格持续下跌，2013年
PC有望重振市场需求。 （李准）

国网今年电网投资将达 3182亿元

本报讯国家电网在近日召开的 2013年工作会议上指出，
到 2015年，初步建成坚强智能电网。到 2020年，全面建成智
能电网。

信达证券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电力设备投资呈结构
性机会。预计国家电网 2013年的电网投资将达 3182亿元，较
2012年增加约 120亿元，同比增幅 4.19%。

研报认为，特高压建设有望超预期，尤其是特高压直流。
国家电网规划从今年起的 8年间，投资约 1.2万亿元，投产特
高压线路 9.4万千米，变电容量 3.2亿千伏安，换流容量 4.6亿
千瓦。而之前规划的换流容量为 3.3亿千瓦，增幅近 40%，研报
指出，2013年特高压建设力度将加快，交流线路建设有望继续
破冰，投资者应密切关注特高压公司许继电气、平高电气、大
连电瓷等企业。 （原诗萌）

异言堂

作为拥有过 2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目前
高捷资本已经实现了超过 6倍的总体回报，
以及超过 80%的平均年化收益率。身为高捷
资本的合伙人，唐凯男曾担任过汉能投资集
团的董事总经理与投资合伙人。由于拥有丰
富的行业相关工作经历，唐凯男在商务经
验、团队建设及战略思考方面均有着较强的
领导力，在金融、投资及相关行业也有专业
和扎实的管理运营经验。

他在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虽然高捷资本一直对新能源领域的
投资比较关注，但是并不会盲目追捧热点，
而是更关注与技术、产品应用相关的领域。

投资热度降低

除了前述工作经历，唐凯男还曾作为独
立顾问为多家 IT公司的海外上市、并购、投
资、重组和战略策划等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
务，客户包括京东商城、世纪互联、爱创未来
科技、天融信、万国数据、博彦科技、Justyle等
知名企业。
对于 2012 年募资异常艰难的资本市

场，唐凯男表示，在经济不景气与投资大环
境冷淡的情况下，高捷资本也与其他投资机
构一样都受到了不少影响。但唐凯男指出，
其实投资机构在面对不同的环境时都能寻
找到投资的机会———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
的情况之下。因此，虽然 2012年高捷资本在
投资热度方面有所收敛，但从总的投资策略
上来看，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因为从成立至今，高捷资本的投资策
略都比较保守，所以目前总体而言也没有太
多的变化。”唐凯男说。
在他看来，私募股权基金基本上与二级

市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高潮期或者是比较
热的领域都存在不理性的因素。“在现在这
种不景气的环境下，是不是投资者都变得更
聪明了还很难说。但是热度在降低，追求投
资机会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所以从某种意
义上说投资界也变得更为理性。”

关注技术与应用

自成立以来，新能源一直是高捷资本关
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唐凯男表示，除去传统
行业与企业模式外，如何在国内找到新能源
领域的新技术与新产品的企业，是目前最大
的难题。
“我们关注新能源中领先的技术和应

用。这些技术产品要有特点，而且在进入壁
垒方面有一定的技术保护与难度，这是非常
重要的。”唐凯男说。

对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思路，高捷资本的
总体想法是开发某个关键产品或者技术，能够
在广泛的领域里应用。唐凯男举例说：“譬如目
前生产新型灯泡的厂商非常多，与当初各地光
伏盛行时一样。但我们并不单纯追逐热点，而
是重点关注检验灯泡的产品，就是所谓的‘别
人开金矿我们卖铁锹’。”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唐凯男与高捷资本认
为储能是新能源领域的关键技术。在他看来，

无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地热能，都会遇到将
其他形式的能量转变成电能储存的问题。
对于当前国家大力推广的新能源动力

汽车行业，唐凯男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技术方面的挑
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成本以及能耗
上。如果将整个产业链耗能综合统计的话，
有可能比生产汽油车还要浪费能源，因为生
产电池、污染处理都需要大量能源。”
曾在美国工作较长时间的唐凯男，对于

北美沸沸扬扬的页岩气革命也很关注。他指
出，在页岩气的影响下，美国天然气的价格
从 10年前的 14美元跌至 1年多前的 2美元
以下。
“美国认为中国页岩气潜在的储量比美

国还要高，但是中国的地质情况远比美国复
杂得多，而且迄今为止开采的技术也不够成
熟。中国的页岩气发展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但这将是重点发展的领域，所以我们对该领
域也非常感兴趣。”唐凯男说。

光伏前景陷低迷

而对于 2012年备受关注的光伏行业与
陷入经营危机的无锡尚德，唐凯男指出：“尚
德是比较早进入太阳能光伏行业的企业之
一，我相信不少投资机构都赚了钱，从投资
回报方面看应该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同时，唐凯男也认为，应当对尚德事件

进行总结和反思，从而找出新能源投资的
规律。

“首先，尚德和光伏行业是在政府政策
支持的情况下高速发展起来的，但一直没有
达到真正替代传统能源的阶段。所以随着全
球经济衰退，国内外政府的支持力度都在减
弱。其次，传统能源中天然气、页岩气与深层
石油勘探技术的发展，对石油、天然气价格
的影响也非常大。”唐凯男说。
受上述因素影响，在过去的一两年里，

国际对新能源的研发投入均在下降。譬如美
国就减少了约四分之一的经费。“所以新能
源的资金压力非常大。由于全球传统能源的
复苏以及对新能源扶持力度的减弱，业内对
光伏与尚德的前景均不太看好。”
不过，唐凯男也指出，由于新能源领域

的研发不会停止，因此光伏等领域仍然会有
好的企业出现，也会产生新的投资机会。

姻本报记者原诗萌 实习生 张琦
“先干掉短信，下一个目标是语音通

话。”这句看似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豪言壮
语，却因互联网通讯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而
逐渐成为现实。
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近日透

露，2012年电信运营商的短信量比 2011年
下降了 20%，彩信量下降了 25%，语音业务
量也下降了 5%。
以微博、微信、米聊为代表的互联网通

讯业务，俨然对传统电信业发起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夺权战”，并在悄然改变着传统
电信业的格局。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的业界专家纷纷表示，面对互联网通讯
业务的挑战，电信业须作好转型的准备。

“后电信时代”来袭

如今，用户通过一部智能手机、一个聊
天软件就能轻松实现短信互动、语音聊天
和视频通话，而其代价只是向网络运营商
支付上网流量费用。
如果说传统电信业的格局是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足鼎立”，那么
互联网通讯业务现在正以其庞大的用户群
体开启全新的“后电信时代”。
据工信部数据，截至 2012年 11月，移

动电话通话量仅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而
在 2010 年时，这一业务的同比增长率为
22.7%。移动短信业务增长速度更为惨淡，
仅为 2010年的三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通讯业

务量的节节攀升。腾讯公司 CEO马化腾在
“2012年广东互联网大会”上透露，2013年
1月微信用户数量将突破 3亿，而这距微信
用户数突破 2 亿仅仅不过 4个月的时间，
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
中投顾问 IT行业研究员王宁远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微信、
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通讯业务在功能上对
传统的语音电话和短信业务有较强的替代
性，而且还具有明显价格优势，因此对传统
电信业产生了严重威胁。“虽然移动、联通
等电信运营商已纷纷降低语音通话、文字
短信等资费标准，但面对形式多样、设计人
性化的互联网通讯业务还是难改颓势。”
其实，互联网通讯业务对传统电信业

带来的冲击不仅只停留在业务量的削减
上。1月 8日，工信部颁布了《移动通信转售
业务试点方案》，方案指出，符合条件的民
资转售企业可经营移动转售业务，试点时
间为两年。

据了解，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是指从三
大运营商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
成自有品牌并销售给最终用户。

在王宁远看来，该政策的颁布标志着
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有了实质性进展，参
与移动转售业务的虚拟运营商可租赁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的移
动通信网络，发行自有品牌的手机通话卡。

“尽管基础网络仍在三大运营商手里，但这种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开放后，必将对三大电信
运营商形成很大冲击。”

运营商的“自我救赎”

与互联网的盈利模式、运作机制相比，传
统电信业因被固有体制和商业模式所束缚，
在这场交锋中已显露败势。为应对此种局面，
传统电信运营商已纷纷展开“自救”。
据王宁远介绍，三大电信运营商面对互

联网的挑战主要采取了三种措施：首先是对
基地进行公司化布局，加强移动互联网应用；
其次是建立高速带宽网络，以最大限度地满
足客户需求。此外，电信运营商还纷纷打造内
容型平台，以丰富原有电信业务。
“虽然这些措施对传统电信业的发展

有积极影响，但面对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传
统电信业还是难以抵御互联网的冲击。”王
宁远说。

电信分析人士马继华则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表示，虽然当前电信运营商纷纷推行“智
能管道”策略，搏击互联网通讯业务蓝海，但
电信运营商更该做的是选取自身擅长的业
务，做到有的放矢，开放自身的电信能力，在

与移动互联网巨头的合作过程中实现优势
互补。
“4G的出现使电信运营商们提供更优

质的资源服务成为可能，虽然网络建设成本
很高，但毫无疑问强大的 4G网络会成为市
场占有率的保证。尽管 2012年三家运营商对
4G选择上各唱各的调，但在 2013年运营商
中一定会掀起一场 4G之争，以提高原有的
业务质量。”马继华说。

竞争中蕴涵合作

其实，互联网通讯对传统电信业的压迫
由来已久，而中国电信运营商所面临的尴尬
局面，也是全球电信运营商所亟待解决的共
有难题。
韩国电信管制机构韩国通信委员会

（KCC）已于 2012年 7月允许移动运营商向
使用互联网电话（VoIP）的用户额外收取费
用，或对其使用进行限制。其目的在于扭转
由 VoIP类移动应用程序广泛应用而造成数
据流量暴涨、短信和语音通话业务等传统电
信业务利润下降的局面。
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通讯业务，传

统电信运营商是否面临不可逃避的“被终

结”命运？中国电信业未来又会出现哪些新
变化？
在马继华看来，当前全球电信业正面临

着结构性变局，但并不代表传统电信业将被
终结。
“传统电信运营商拥有足够的现金资源，

并且掌握着绝对的政策优势，是足够支撑其
完成转型的，这一点是互联网公司完全无法
比拟的。”马继华说。
王宁远也持类似的观点。“目前看来，传

统电信业仍有最基本的电话业务作为支撑。
而且，在智能手机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
电信运营商和移动互联网巨头的竞争主要
集中于通信和互联网的交叉业务范围内。因
此，将二者的关系形容为竞争中蕴涵着合作
更为恰当。”
不过，王宁远特别强调，未来中国电信业

打破三足鼎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互联网企
业和电信业运营商要做的是探讨新的合作模
式，共同开发信息技术富矿，以探索三网融合
趋势下的“蓝海”。
“我们不该考虑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中

国移动，而是该思考如何将电信运营商与互
联网更好地融合，从而推动中国电信业以良
好的势头发展。”马继华说。

互联网掀起“电信业夺权战”

唐凯男：别人挖金矿我们卖铁锹
姻本报记者贺春禄

“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央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无不吸引眼球。特别是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由于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和
个人投资机遇而引发各界持久讨论。改革开放
后，我国的城镇化率由 17.9%提升至 51.3%。从城
市化到城镇化再到新型城镇化，这些提法的变
化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思路的调整。

那么，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如何推进？个
人在这一波浪潮中应如何把握机会？

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背景是改革开放
30余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道路上所积累
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出于
非民生意愿的被动城镇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交织着政府利益、公众利益、商业利益和相关
民众的利益，导致强制拆迁等暴力事件层出不
穷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丛生；城
镇化的速度与质量失衡问题，我国名义城镇化
率虽以每年 1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但是
实际城镇化率较低，城镇化的实质不得要领，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机构、民生改善、人
口素质等没有同步提高，城镇化的结构性问题
突出，发展持续性差。

因此，中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从近期有关报告来看，新型城镇化的
定位应该是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
相互协调，是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其目标
指向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的弥合，以实现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围
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
康发展，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
抓好。

可见，两次重要会议对于新型城镇化及其推进的问题都
给出了中央层面的思路和答案，各地在执行中应是以此为目
标和原则的因地制宜的落实过程。中央也特别重提了允许摸
着石头过河的老话。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推进中的中国特色不等于一切
“政府主导”、政府代替社会做主。事实上，过去我国城镇化中
的诸多不足，很大程度上也与某些地方政府过于强势的地位
和做法有关。因此，应该切实厘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
界限，建立城镇化的利益协商共享机制，充分尊重民间的智
慧、民众的力量和农民的自主权，避免“一刀切”。

关于新型城镇化浪潮中的投资机会问题，很多媒体和
投资机构也进行了解读，譬如很多人提醒关注农村土地流
转、基础设施、消费品以及医疗卫生等新兴产业。原则上这
些都没错，因为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旧城镇改造、新城镇建
设、农民成为市民而消化工业过剩产能、土地通过集约而提
升效益的过程。

不过，总的来说现阶段我国还是要聚焦发展，“十八大”报
告中说“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
摇”，这话说得十分之重。笔者认为，凡是符合政策导向、有利
于国家意志实现的行业在当前的中国都是值得投资的———因
为政府是拥有资源最大、能量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你必须要
“跟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增长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那么
个人的投资行为只有在服务这一国家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才能
有所收获。

过去十余年我国房地产业暴涨，屡次错失行情的“空军”
应该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国家希望房地产业是长期稳定、健康
发展的“多军”，你偏要当空军，自然与财富失之交臂。

新型城镇化时代，投资规律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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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互联网通讯业务的挑战，电信业须作好转型的准备。 图片来源：昵图网

如果说传统电信业的格局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足鼎立”，那么互联网通讯业务
现在正以其庞大的用户群体开启全新的“后电信时代”。

唐凯男


